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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博到进博”：本土元素如何全球表达
———来自首届中国进博会的文化观察 金 涛

文化视野：“看世界”与“买世
界”同样重要

习近平主席指出，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
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人类始终在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
中向前发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进博会如同世博会，也是特定意义上
的绚烂“地球村”。首届进博会 172个国家、地
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0家企业带来数以万
计的展品，其中，5000件首次来中国。不同的
物品和物品、 国家与国家、 人和人在这里相
遇，这里面有比“买卖”更为丰富的文化含义。

一是看见。博览会的意义是“览”，尽管
资讯发达，但相互看见，在全球化时代仍然
重要。进博会上，现场随处可见的是惊讶。海
外卖家惊讶于中国市场的浩瀚广博和深不
可测，国内买家则惊讶于全球产品和服务的
创新品质和独特价值。 在这里， 看见了稀
奇，如中美洲地区的热带水果、“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手工技艺、 英超豪门俱乐部的
虚拟训练技术系统等；看见了尖端，如德国
的重型龙门铣床、 胶囊般大小的心脏起搏

器、世界首创的婴幼儿核磁共振仪等；看见
了未来，如“会飞”的汽车、“人机乒乓对战”

的机器人等。 进博会目不暇接的展品让你
感叹世界之博大、 文化之多元、 文明之多
样。万物汇集，平等相遇，带来理解和宽容，

为各自不同而骄傲；增强认知和判断，为和
谐世界而喝彩，这个意义上，“看世界”与“买
世界”同样重要。

二是表达。博览会的功能在“示”。重大
国际节事活动都有塑造企业、 城市和国家
（城市）形象的重要功能。进博会和世博会一
样，也是展示各参展方文化“软实力”的大舞
台。82个国家、3个国际组织设立的 71个展
台，每个展台都是一张名片，每个展品都是
一个符号， 传递着品牌理念和企业精神。12

个主宾国设立的独具特色的展馆，颇似世博
会上的国家馆，代表着国家形象，参展各方
竞相“螺蛳壳里做道场”，通过设计最具国家
文化特色符号的展台造型、特色展品和文化
活动来吸引人们的驻足和目光。

三是定位。 对于商贸交易类展会来说，

博览会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就是自我定位，

它是通过对标来实现的。进博会不仅是参展
商和客户之间的沟通，以 7个专业展馆构成
的组团，可以一睹行业最新发展水准，促使
参展企业互相交流和学习。例如，德国人展
示的“工业 4.0”、日本人展示的“机器人工
艺”、英国人展示的新型 VR技术，都代表了
行业顶尖水平，通过对标，各个企业可以锁
定国际最高标准，比照行业最好水平，清楚
明白自己今天身处位置，进而体现进博会的
核心价值：新时代，共享未来。这种以劝业和
创新为导向的理念，也是 160多年来世界博
览会不断发展演变的思想基石。

进博会不仅是物流，更是信息流和文化
流。除了以商品为载体进行贸易外，本身就
蕴含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包含了展示、沟
通、体验和互动等精神因素。进博会的创新
意义不仅仅是经贸范畴， 由此带动的商品
背后的人文交流， 是一股看不见的更为深
沉和持久的力量。

本土元素：进博会上如何讲述
故事

近十年来，当代博览会出现了不同于传
统的变化。 参展者的行为由单纯的展览产品
变为更加依赖影像展示，参观者的心态也从一
般的猎奇变为更加注重体验，组织者的理念从
技术至上变为更加注重创意领先。 这种趋势，

也鲜明反映在首届进博会的各国展馆中。

30万平方米的展区，表面是卖场，实质

是秀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展台，竞相用本
地特色文化元素和符号，来演绎和传播国家
（城市）文化形象。我们看到，各个国家馆对
“国情”的影像演绎，以旅游风情、商业广告、

历史人文和科技教育为外表形式，核心的国
家叙事则在三个不同层面上展开：

第一层面是器物。大部分亚非、部分东
欧及至中美洲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展示的内
容离不开独特物产、丰厚历史和天然环境。如
亚非国家馆展示的埃塞俄比亚的咖啡、 赞比
亚的蜂蜜、冈比亚的民族服饰、南苏丹的手工
艺品、坦桑尼亚的蓝宝石、印尼独有的巴迪克
蜡染技术等， 埃及带来的图坦卡门法老和阿
努比斯来世之神，希腊、塞尔维亚讲述以古罗
马遗产为标志的地中海历史，中美洲、南太平
洋国家展示以水果为特色、 以蓝色为基调的
热带风情。器物不仅代表国家的自然特产，还
反映本土文化传统， 传播了国家的人文特
质，是最基本的手段。

第二层面是技术。 以日本及欧美为代
表，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更擅长展示的是技
术。作为明星展品，德国企业研发的“金牛
座”龙门铣，在进博会上带给观众的视觉震
撼，生动诠释了“德国制造”的概念，融庞大
体形和精密技术于一身， 巧妙迎合了观众
对“镇馆之宝”的期许。德国馆集中展现了
“工业 4.0”的最新成果，塑造了智能制造尖
端的国家形象。擅长文化演绎的英国馆，借
助新一代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

技术，让观众踏上 360 度的 3D 视频和音频
之旅，置身于盛大的管弦乐队表演“现场”，

感受“非凡创新在英国”的主题。此外，以芬
兰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对可再生、 可循环材
料等新型环保概念和技术的展示也独具特
色。技术素来代表博览会的科技含量，反映
人类追求进步的主旨， 代表了国家和企业
的硬实力。

第三层面是故事。人们不仅渴望鲜活的
展品、尖端的技术，更期望了解背后生动的
故事。能否演绎好各自的故事，是比展示技
术更能打动人心的绝活。不同于世博会“以
展馆为中心”的宏大叙事，强调“以物品为
本”的进博会，国家馆（其实是展台）的故事
能力不太突出。给笔者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日
本。进博会上，日本没有设单独国家馆，但他
们以“All JAPAN”为统一标识，以“匠心×创
新”为主题，展现日本特有的国民文化。在智
能和高端制造展区，三菱电机的 6轴机器人
表演令人难忘。灯光展柜里悬挂数百只红色
千纸鹤， 一只灵活的机械臂举着一把折扇，

似人手一般纤细翻转， 做出各种复杂动作，

优雅从容，完全不会和千纸鹤碰撞，寓意这

种精密手臂姿态控制与编程技术能在多种
情况下代替人的手臂。 这个创意的亮点在
于，人类的科技再创新，也离不开本土文化
传统。 让机器人如坂东玉三郎般翩翩起舞，

表演日本歌舞伎中传统的扇子舞，借东方文
化的含蓄和高雅，展示“科技之美”，实在令
人叹服。

主题演绎也是衡量进博会国家馆创意
水平的重要标志。 这个脱胎于世博会的概
念，意即任何创意都有策展者希望传递的核
心理念，即主题。这个主题需要清晰的逻辑
去表达，需要合适载体去呈现。遍巡进博会
各个国家馆，主题呈现又有多种情况，有的
以旅游推广为主题，例如，西班牙的“将成为
你的一部分”，土耳其的“与土耳其一起展翅
高飞”；有的以文化特色为主题，例如捷克的
“满是故事”，玻利维亚的“南半球的心脏”；

有的以发展愿景为主题，例如荷兰的“携手
共建宜居城市”、俄罗斯的“俄罗斯制造”、韩
国的“创新的起点”、法国的“创造”、加拿大
的“悦享最加，健康生活”，等等。大部分展台
受条件所限， 没有充分对主题进行演绎，使
主题停留在口号层面。主题演绎比较富于整
体感的是英国，在“非凡创意在英国”的主题
统一引领下，英国馆集中展示了其在医疗和
生命科学、金融、教育、文化创意、食品和农
业、航空航天、汽车及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的创新成果，主脉清晰，杂而不乱。而同样
颇具创意的当数新西兰，展馆主题是“看见
我们的光”， 源于 “Light” 的设计理念 ，

“Light”在英语中包含了“光”和“轻”两层意
思，“光” 象征着新西兰开阔、 澄澈的地理环
境，“轻” 代表了新西兰人对于环境的尊重与
保护。展馆内几乎没有什么实物，通过数字技
术展现毛利文化、城市和自然环境。既减少了
布展的能耗和撤展的排放， 又巧妙地暗合了
新西兰倡导的纯净主题，做得灵动而轻盈。

文化符号的运用是体现本土特色的重
要手段。例如，足球元素随处可见。意大利
馆、德国馆带来了全部顶级联赛俱乐部的队
服，巴西馆带来了桑托斯队的签名，法国馆
用新科世界冠军巨幅照为展馆宣传，英国馆
更是带来了英超的冠军杯。比利时布鲁日港
打造的“蓝精灵”地铁列车，捷克馆用动画片
“鼹鼠”作为吉祥物，日本福冈酱油企业请来
了著名的“熊本熊”。文化符号是拉近时空距
离、建立情感联结的最佳载体。

终极价值：文化沟通、理解
和合作

进博会是物的盛宴， 亦是人的欢聚。进

博会提出了永不落幕的口号，和所有世界级
博览会一样，它的成果不仅仅体现在订单数
量上，它在促进全球文化沟通、理解和合作
方面，有更为重要的价值。

一、进博会的本质在沟通。上世纪末，随
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国际上出现了对传统
博览会行将没落的悲观论调。但是，经济越
全球化，越会凸显多样文化的价值；世界越
是网络化， 越发强调人们直接交流的重要。

博览会的魅力在哪里？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
们从世界各地汇聚到一个地方，展示各自带
来的产品和技艺， 夸耀各自的故乡和祖国，

认识不同的人群和文化。这样的聚会充满着
各种动机，又蕴含了一个朴素道理：人类需
要交流，族群需要沟通，感情需要表达。进博
会满足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那就是交往，

人们要在交往中分享生存的经验，在沟通中
学会彼此欣赏， 在表达中满足自我实现。这
是进博会永恒的价值。

二、进博会的价值在理解。每一届博览
会都在重塑人们的世界观。 进博会促进信
息交换、商品交易和企业交流同时，也有
助于文化理解。日本的工业美学背后是世
博文化。战后日本通过 5 次举办博览会重
新融入世界，伴随世博诞生的大批优秀企
业和品牌借此走向全球。博览会是日本经
济的助推器、国民教育的播种机，并造就
了影响几代日本人的世博文化， 讲究效
率、崇尚创新、追求卓越和走向全球，是日
本制造之魂。“德国制造”的背后亦有文化
基因，德国人性格低调踏实，崇尚实业，德
国制造业的强大体现在细分和精密上，多
达 2300 多个世界品牌， 反映了民族文化
中独特的工具理性。 博览会集各地之异，

展世界大同， 引领人们通向未来生活同
时，更通向彼此心灵。进博会彰显了中国
市场强大的消费力，与此相适应的是，对全
球不同文化的理解力。

三、进博会的效应在合作。当今世界，国
与国之间、 区域之间的经济贸易与交流有
赖于更多的合作， 这种跨文化层面的合作
不仅给世界带来无限商机，更给世界带来
信任和理解。进博会汇聚了所有参展国家
和地区的独到文化及智慧，使之交融和互
动，产生共鸣。我们要利用好进博会契机，

通过商贸、论坛等各类活动，增强中华文
化和各国文化交流，用文化的方式同世界
各国人民开展平等友好、 富有感性的交
往， 向全球展现中国面向变动世界的开
放，融入多元世界的包容，建设美好世界的
创新姿态。 （作者为上海申迪文化发展研
究院副理事长）

深度观察

“格局”与“场地” 吴为忠

近日去朵云轩欣赏了 《风入松———李军
茆帆书画展》。 李军是上海京剧院的著名须
生，宗余（余叔岩）工杨（杨宝森），是京剧舞台
上颇有影响力的老生，获奖颇多，无论是传统
戏，还是新编剧，都有建树。上海把他从山东
引进上海， 是在全面检验他表演实力后做出
的决策。1995年，《解放日报》在上海商城剧院
举办《菊坛名家闹元宵京剧晚会》，打炮戏有
于魁智的《上天台·打金砖》。因于魁智有伤在
身，他被建议不要演摔功繁重的《打金砖》，上
海有谁能顶上去呢？ 李军二话没说， 一口答
应，那晚的演出效果出奇地好，观众既听到了
于魁智的《上天台》，又看到了李军的《打金
砖》，过足了戏瘾。《解放日报》娱乐版的专栏
评论《要补台不要拆台》，点赞了李军的顶角
精神。

李军来沪近 30年， 书法也练了近 30年。

正如茆帆所言： 李军从骨子里就喜欢写字。无
论是专心临摹古贤墨迹， 还是兴之所至的创
作，看得出他都下了不少功夫。“书之妙道神彩
为上。”笔者看过他的《宋江题诗》《郑板桥》，在
台上边演边玩真格地现场挥毫，若是手里没有
点真玩意，那是绝不敢造次的。每每李军演到
这里，剧场里就是满堂彩，这也成了属于李军
的一样“人无我有”的绝活。在这次书法展中，

李军把《宋江题诗》中的题诗也展出了，“心在
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
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京剧大师梅兰芳业余时间喜欢画画，曾拜
齐白石为师。 著名花脸尚长荣也写得一手好
字。这是京剧界的传统，书画与京剧都是国粹
艺术，精神相通。有成就的京剧演员学习书画
是常事，并爱与书画名家交往，且请书画家当
老师。

“格局”与“场地”之间的关系，是衡量演员
功力的标尺。梅兰芳从学画中借鉴了许多知识
并融入演出创作。如演《霸王别姬》中的舞剑，

他从绘画的格局大小中悟出演出的空间与表
演的关系。 如何做到在不同的舞台空间表演，

让观众感到不局促、不觉得空，这就得益于绘

画的启发。书法同理。李军谈起书法与京剧，深
有体会。他明白，书法与京剧一样，都讲究“大
路”，“中、和、平、正”是其基本素养，不偏、不
怪、不险、不邪乃是正道。没有特点，没有毛病，

是很高的境界。这里又要提到梅兰芳了。“四大
名旦”中，尚小云偏武，程砚秋重唱，荀慧生的
优势是表演，而梅兰芳论单个条件都没有其他
三位强，但是他全面、大气，中正平和，没有毛
病，这是最高的境界，所以他能位列四大名旦
之首。

书法艺术的历史悠久，从甲骨文、金文演
变到篆、隶、草、楷、行诸体，散发着独特的艺术
魅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中国文化
的一种符号。京剧也是国粹艺术，被称为“国
剧”，却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它在表演艺
术上有着很高的起点： 除了生旦净末丑之行
当，无论是唱念做打、四功五法，都需打下扎实
的基本功，所以就有了“坐科”学戏。没有扎实
的基本功， 是很难在梨园行成就一番事业的。

中国书画是笔墨艺术，从临摹到创作也要打下
扎实的基础。

京剧与书法精神相通。李军这次举办书法
展，取名《风之松》。《风之松》是京剧曲牌名，

“风韵入松细细声”，这既是对京剧艺术的一种
尊重，又是京剧人向书法艺术的致敬。继承传
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这为京剧艺术提供
了一条前行的路径。 学书法不仅仅是练字写
字，如果能从中悟出艺术相通的道理，便不仅
对自身文化修养是一次提升，而且也能有助于
演艺水平上一个档次，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
化。从这层意义上看李军书法展，有一种更深
的含义。

《嗝嗝老师》：塑造“点灯人”的银幕策略 龚金平

作为常规的戏剧式结构，影片
《嗝嗝老师》 的编剧技巧中规中矩：

在纳娜与她的目标（带领十四个“学
渣”顺利通过期末考试）之间设置诸
多障碍， 然后让观众见证纳娜如何
战胜困难，完成挑战，迎接胜利。看
起来，《嗝嗝老师》 与好莱坞那些单
一任务的冒险、 动作影片没有根本
性的不同。甚至，在好莱坞这些主流
的商业片中， 主人公获得成功的法
宝与纳娜也没有两样， 都是靠着信
心、智慧、勇气、毅力，所向披靡。

但是，《嗝嗝老师》的情节设置
策略、 人物魅力和主题深度在于，

影片在纳娜鼓励十四个学生取得
学业进展的主线之外，还有一条颇
为感人的副线：纳娜在图雷特综合
症的伴随下沉重又不乏温暖的成
长之旅。这条副线以纳娜的闪回穿插在主线
的间隙， 不仅回顾了纳娜人生之路的艰辛，

并有效丰富了影片的主题内涵。在情节主线
的枝桠上，影片还将探询的触角伸向印度社
会更为多元的现实层面，带领观众完成对印
度独特的社会现实的观察， 并通过 9F班和
纳娜的人生“弧光”，引起不同社会语境和人
生境遇中个体的深沉共鸣。

9F班此前的自我放弃，背后有一种“抵
抗”的心理：用表面的“放荡不羁”，彰显个
性和无所畏惧的姿态， 以此来对抗那些精
英学生对他们的排斥与羞辱， 宣示他们对
于学校歧视的不满。当然，这形成了一个恶
性循环，9F班越是“目无法纪”，越会加深学
校以及精英学生的偏见与厌恶。只有纳娜，

作为一个经常性地被歧视、 被排斥的图雷
特综合症患者，才能体会 9F 班的痛苦与绝
望， 才能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引导他们告别
“恐惧”，挖掘学生的潜能，让他们意识到一
点小小的改变就能让人生焕然一新。 纳娜
当年能走出情绪的低谷， 是因为可汗老师
对她的鼓励与平等对待，现在，纳娜对于这

群被学校甚至整个社会抛弃的孩子， 要担当
起可汗的角色。这样的设计，不仅使纳娜的行
为动机合情合理， 也使情节具有多个维度的
隐喻意义———9F班的“逆袭”是纳娜当年奋斗
历程的复现， 成功也将是纳娜人生价值和人
生理想的投射， 而从可汗到纳娜再到 9F 班，

呈现着优秀教师的精神传承。

在核心情节悬念的处理上，如果影片的障
碍设置只停留在学生的叛逆、纪律涣散、学习
基础差等方面，影片只能讲述一个振奋人心但
又略显单薄的励志故事。《嗝嗝老师》的成功之
处就在于，接手 9F班之后，纳娜要面对的不仅
是学生“素质太差”的问题，还有来自于学校的
偏见，甚而是整个社会对这些孩子的“伤害”。

这样，9F 班学习成绩的突飞猛进就不只具有
“个人奋斗”的意义，更具有打破偏见、挑战社
会不公的现实意义。同时，联系纳娜父亲对她
长久以来的嫌弃与逃避心理，这种进步同样也
是纳娜完成自我实现的一曲凯歌。

9F班学习上的障碍， 还源于 “出生的原
罪”。当纳娜发现没有一个家长参加家长会时，

便去家访。她震惊地发现，她的学生们无法拥

有单纯的学习环境，他们必须过早地
承担起家庭的重担，甚至必须为了生
存而挣扎，为了喝上干净的水而拼尽
全部气力。正如影片在几个大远景中
所呈现的那样，贫民窟与繁华都市近
在咫尺，其间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社
会阶层差距。《嗝嗝老师》具有印度社
会的现实底色，但影片并没有因批判
社会不公、教育不平等而走向金刚怒
目的姿态，而是通过纳娜教诲孩子们
说，责怪自身的境遇毫无意义，唯有
挖掘自我的潜能、 成就最好的自己，

才能完成对于境遇的超越。 或者说，

影片通过纳娜的出现，为这些身陷于
困境，自我麻木甚至自甘沉沦的孩子
找到“北极星”，找到人生的方向和自
我的价值。在这个层面上，影片的主
题野心远远超出了“励志”与“现实批

判”的意义，而是由一个有生理缺陷的老师的
努力，使之具有了“世界意义”，那就是个体如
何面对不完美的自己， 如何面对不如意的现
实处境，如何定义自我的价值与人生意义，以
及如何接纳不完美的他人， 还包括一位优秀
的老师如何成为学生人生路上的 “点灯之
人”。这一切，在纳娜身上都给出了正面的回
答，在她带领 9F 班一路攀登的过程中，我们
也感受到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与近几年引进中国的印度影片一样，《嗝
嗝老师》 在形式与内容的表达方面相当贴心，

一方面为了照顾非印度观众的欣赏习惯放弃
了独立的歌舞段落，而是将歌曲与情节融为一
体；另一方面则努力对印度社会现实进行呈现
与思考，进而让其他地区的观众能够在浓浓的
印度风情中感受到共通性的情感价值，并反思
教师的职责担当与人生意义。

应当指出的是，影片将“教化”的过程处理
得比较理想化，尤其对于纳娜“没有坏学生，只
有坏老师”的教学理念，许多人可能难以苟同，

加上情节高潮部分瓦迪亚的情感转变过于突
兀，多少影响了影片达到更高的艺术成就。

刚刚落幕的进博会，仿佛让国人又重
温了八年前上海世博会的盛景： 百川入
海，千帆过境，万商云集。一个世界级的博
览会对于这座国际化城市的里程碑意义，

不言而喻。

作为世界经贸史上的一大创举，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每年都要办， 而且要办出特
色、成效和影响力。如此全球顶级规模的博
览会，势必将在文化层面带来极其深远的影
响。首先，是强大的磁场效应。主动打开国门
吸纳万国商品，短短一周，吸引全球资本、技
术和品牌， 足以彰显中国吞吐世界的文化包
容力。其次，是持久的平台效应。进博会面向
全球、永不落幕的开放姿态，不仅创新了各个
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互动模式， 也会促进更
加多元和深层的跨文化沟通和合作。再次，是
绝佳的窗口效应。利用这个契机，全球文明的
最新成果、优秀企业的尖端技术、知名品牌的
国家形象都在这里汇聚、展示和传播，离不开
背后的文化创新。正如有的专家指出，和奥运
会、世博会相比，以商贸为主题的进博会，跨
文化传播意义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场世界级盛
会， 进博会将世界各地的商品和服务集合到
了一起， 为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和观念碰撞
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方式，它在塑造企业品牌、

推广国家形象、传递价值观方面，手段更为
直接，受众更为精准，效果更为直观。

纳娜带领 9F班学生成功实现“逆袭”


